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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法学论文写作与一般性论文写作的不同之处；本门课程的意义、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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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中文简介

课程内容英文简介

预备知识要求

教学目标

参考书目

教学大纲

本门课程围绕三条主线展开。第一条主线是论文写作的主要步骤，第二条主线是论文写作相关事项，
第三条主线是论述论文写作的方法。论文写作的主要步骤包括选题、材料的收集与评估、列出提纲、
论文写作、编写参考文献以及摘要写作等。论文写作相关事项包括学术论文的特称、流程、文章的衔
接与连贯、文体特点、图表的使用、写作规范、参考文献的标注以及致谢等。至于论述方法，则主要
介绍定义法、因果法、比较与对照法、议论法、以及记叙法等等。同时在这一部分，主要针对国际法
学和环境法学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写作的特点，有针对性的指导法学硕博学生的论文研究写作方法。包
括如何使用法律和社会科学数据库，westlaw等专业数据库，网上检索法律资源等

This class is constituted by three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process of legal
research and writing. The second part is the associated issues rounding the legal
research and writing. The third part is the methodology and tips for legal research and
writing. For the first part, it will talk about the following contents. How to select
topic? How to select materials, evidences for the paper? How to make the outline and
basic content of the paper? What is the basic value of a good paper? How to use the maps
and diagrams in papers? How to cite the references, write acknowledgements, and how to
make the paper according to guidelines and specific formats. For the third part, the
class will talk about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writing LLM/PhD thesis, including
definition, causal method, comparative study, making an legal argument, observation, and
so on. For the specific character of writing a LLM/PhD thesis in th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law, this course will teach legal research and writing
method and tips, including how to search informative materials online, how to use the
legal and social science database, how to use special database like Westlaw, and so on.

法学本科阶段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指导学生学会写作硕士/博士毕业论文、课堂论文、和发表符合要求的专业学术论文，学会法学研究和
写作的方法。

Academic Legal Writing

Concise Guide to Legal Research and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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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法律专业数据库例如Westlaw等以及社会科学数据库，如何使用网络资源
（一）法律类专业数据库

如何撰写毕业论文 一 写作规划

如何撰写毕业论文 二 写作过程

如何撰写毕业论文 三 宏大视角和细节分析

如何使用法律专业数据库例如Westlaw等以及社会科学数据库，如何使用网络资源
（二）社会科学类数据库

如何使用法律专业数据库例如Westlaw等以及社会科学数据库，如何使用网络资源
（三）跨学科研究的检索方法和数据库

写作前的准备：战略性阅读

写作前的准备：研究性论文的研究方法

法学英文论文的格式和结构 摘要 引言 背景 讨论 结论

如何选择话题和确立命题

如何写作研究性论文并发表

如何写作研究性论文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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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组织开题报告 一

如何组织开题报告 二

如何撰写课堂论文


